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510458669.X

(22)申请日 2015.07.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15862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5.12.16

(73)专利权人 青岛海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66101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

号海尔工业园

(72)发明人 麻文山　

(74)专利代理机构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专利中

心 11010

代理人 田俊峰

(51)Int.Cl.

G01R 31/0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1334442 A,2008.12.31,

CN 101799692 A,2010.08.11,

CN 101334442 A,2008.12.31,

CN 201054492 Y,2008.04.30,

CN 1558245 A,2004.12.29,

CN 202906436 U,2013.04.24,

CN 201477173 U,2010.05.19,

CN 203350348 U,2013.12.18,

CN 204241605 U,2015.04.01,

审查员 张晓玲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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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检

测装置，所述装置包括：电压差检测信号生成单

元，用于根据基于L线和N线的中间电压的直流电

源的地线与家用电器地线的电压差，生成电压差

检测信号；控制单元，与所述电压差检测信号生

成单元连接，用于根据所述电压差检测信号判断

所述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性能是否良好，当接触

不良时进行报警。本发明的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

检测装置可以检测用户家中的地线是否接地良

好，如果地线接触不良或没有接地线，可提前预

警。本发明使用简单的电路及常用的元器件，成

本低，易于生产，可靠性高，不会受到静电、感应

电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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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包括：

电压差检测信号生成单元，用于根据基于L线和N线的中间电压的直流电源的地线与家

用电器地线的电压差，生成电压差检测信号；

控制单元，与所述电压差检测信号生成单元连接，用于根据所述电压差检测信号判断

所述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性能是否良好，当接触不良时进行报警；

其中，所述电压差检测信号生成单元包括：

非隔离电源，基于L线和N线的中间电压生成直流电源；

强电信号检测子单元，与所述非隔离电源连接，用于根据所述非隔离电源的地线与家

用电器地线的电压差，生成比较信号；

强电信号处理子单元，分别与所述非隔离电源和强电信号检测子单元连接，用于将所

述比较信号与预先设置的固定直流电压进行比较，得到电压差检测信号。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非隔离电源包

括依次连接的分压电路、整流电路、滤波电路、输出电压平滑电路和稳压电路；其中，所述分

压电路用于对家用电器电源的L线和N线之间的电压进行分压，包括第一电容(C16)和第二

电容(C17)，所述第一电容(C16)和第二电容(C17)的一端分别与L线和N线连接，另一端分别

连接到所述整流电路的两个输入端。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非隔离电源还

包括第一开关(K5)，所述第一开关(K5)串联在N线和第二电容(C17)之间。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强电信号检测

子单元包括第一二极管(D1)、第一分压电阻(R19)和第二分压电阻(R21)；家用电器地线、第

一二极管(D1)的正极、第一二极管(D1)的负极、第一分压电阻(R19)、第二分压电阻(R21)和

非隔离电源的地线依次连接，所述第一分压电阻(R19)和第二分压电阻(R21)的连接点为所

述比较信号的输出点，所述比较信号为脉冲的正弦波。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强电信号检测

子单元还包括第二开关(K1)，所述第二开关(K1)串联在家用电器地线和第一二极管(D1)的

正极之间。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强电信号处理

子单元包括运算放大器(IC4)、第二二极管(D2)、第三分压电阻(R25)和第四分压电阻

(R24)；所述第三分压电阻(R25)和第四分压电阻(R24)对非隔离电源的输出电压进行分压，

得到固定直流电压；所述固定直流电压输入到所述运算放大器(IC4)的正极比较输入端，所

述比较信号通过所述第二二极管(D2)输入到所述运算放大器(IC4)的负极比较输入端；所

述运算放大器(IC4)的的比较输出端输出电压差检测信号，所述电压差检测信号为矩形波。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包

括：

检测子单元，用于接收并检测电压差检测信号；当检测到有电压差检测信号输入时，判

断所述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性能接触良好；当在预先设定的时间内没有检测到电压差检测

信号输入时，判断所述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性能接触不良；

报警子单元，用于当所述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性能接触不良时进行报警。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报警包括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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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报警和/或声音报警。

9.如权利要求1至8任一项所述的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

置还包括隔离单元，分别与所述电压差检测信号生成单元和控制单元连接，用于对所述电

压差检测信号生成单元和控制单元进行供电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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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检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接地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检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用户家中使用的电器，如热水器、冰箱、洗衣机等都是标准三芯插头，而插头

上面的接地端都是跟家电外壳相连，用于保护接地。但是一些用户家中的三孔插座的地线

可能没接，也可能接触不良。对于这种情况，如果家电的机壳带电，是无法形成电流回路引

起漏电保护器跳闸，无法起到保护用户人身安全的作用。

[0003] 发明人在实现本发明时发现，现有的技术有以下缺点：

[0004] 一、目前的家电自身没有检测地线是否接地良好的功能。如果机壳带电，也无法提

醒用户注意，可能引发触电事故。所以在地线没接或接触不良时，无法保护用户的人身安

全。

[0005] 二、目前大多数家电，如洗衣机、热水器都会预留一根导线出来，导线一端接机壳，

另一端在安装家电时，用螺钉打入墙体，作为一种地线起保护作用。但是这样就增加了安装

的工作量，同时也导致此家电用户不能自由移动。

[0006] 三、目前还有一种接地检测装置，该装置直接检测接地电阻，但是这种装置电路复

杂，成本高。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检测装置，用以解决现

有技术接地检测装置的电路复杂、成本高的问题。

[0008]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检测装置，所述装置

包括：

[0009] 电压差检测信号生成单元，用于根据基于L线和N线的中间电压的直流电源的地线

与家用电器地线的电压差，生成电压差检测信号；

[0010] 控制单元，与所述电压差检测信号生成单元连接，用于根据所述电压差检测信号

判断所述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性能是否良好，当接触不良时进行报警。

[0011] 进一步，所述电压差检测信号生成单元包括：

[0012] 非隔离电源，基于L线和N线的中间电压生成直流电源；

[0013] 强电信号检测子单元，与所述非隔离电源连接，用于根据所述非隔离电源的地线

与家用电器地线的电压差，生成比较信号；

[0014] 强电信号处理子单元，分别与所述非隔离电源和强电信号检测子单元连接，用于

将所述比较信号与预先设置的固定直流电压进行比较，得到电压差检测信号。

[0015] 进一步，所述非隔离电源包括依次连接的分压电路、整流电路、滤波电路、输出电

压平滑电路和稳压电路；其中，所述分压电路用于对家用电器电源的L线和N线之间的电压

进行分压，包括第一电容和第二电容，所述第一电容和第二电容的一端分别与L线和N线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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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另一端分别连接到所述整流电路的两个输入端。

[0016] 进一步，所述非隔离电源还包括第一开关，所述第一开关串联在N线和第二电容之

间。

[0017] 进一步，所述强电信号检测子单元包括第一二极管、第一分压电阻和第二分压电

阻；家用电器地线、第一二极管的正极、第一二极管的负极、第一分压电阻、第二分压电阻和

非隔离电源的地线依次连接，所述第一分压电阻和第二分压电阻的连接点为所述比较信号

的输出点，所述比较信号为脉冲的正弦波。

[0018] 进一步，所述强电信号检测子单元还包括第二开关，所述第二开关串联在家用电

器地线和第一二极管的正极之间。

[0019] 进一步，所述强电信号处理子单元包括运算放大器、第二二极管、第三分压电阻和

第四分压电阻；所述第三分压电阻和第四分压电阻对非隔离电源的输出电压进行分压，得

到固定直流电压；所述固定直流电压输入到所述运算放大器的正极比较输入端，所述比较

信号通过所述第二二极管输入到所述运算放大器的负极比较输入端；所述运算放大器的的

比较输出端输出电压差检测信号，所述电压差检测信号为矩形波。

[0020] 进一步，所述控制单元包括：

[0021] 检测子单元，用于接收并检测电压差检测信号；当检测到有电压差检测信号输入

时，判断所述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性能接触良好；当在预先设定的时间内没有检测到电压

差检测信号输入时，判断所述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性能接触不良；

[0022] 报警子单元，用于当所述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性能接触不良时进行报警。

[0023] 进一步，所述报警包括指示灯报警和/或声音报警。

[0024] 进一步，所述装置还包括隔离单元，分别与所述电压差检测信号生成单元和控制

单元连接，用于对所述电压差检测信号生成单元和控制单元进行供电隔离。

[0025] 本发明有益效果如下：

[0026] 本发明的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检测装置可以检测用户家中的地线是否接地良好，

如果地线接触不良或没有接地线，可提前预警。本发明使用简单的电路及常用的元器件，成

本低，易于生产，可靠性高，不会受到静电、感应电的干扰。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检测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的非隔离电源的电路结构图；

[0029]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强电信号检测子单元、强电信号处理子单元和隔离单元的

电路结构图；

[0030]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当三孔插座的地线接地良好时，比较信号和电压差检测信号

的波形图；

[0031]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的LED驱动电路图；

[0032]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的蜂鸣器驱动电路图；

[0033]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接地检测装置与家用电器的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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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接地检测装置的电路复杂、成本高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

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检测装置，以下结合附图以及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

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限定本发明。

[0035] 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检测装置如图1所示，包括电压差检测

信号生成单元1、隔离单元2和控制单元3，其中隔离单元2分别与所述电压差检测信号生成

单元1和控制单元3连接。

[0036] 电压差检测信号生成单元1用于根据基于L线和N线的中间电压的直流电源的地线

与家用电器地线的电压差，生成电压差检测信号。所述电压差检测信号生成单元包括非隔

离电源11、强电信号检测子单元12和强电信号处理子单元13。其中，强电信号检测子单元12

与所述非隔离电源11连接，强电信号处理子单元13分别与所述非隔离电源11和强电信号检

测子单元12连接。

[0037] 非隔离电源11基于L线和N线的中间电压生成直流电源；强电信号检测子单元12用

于根据所述非隔离电源11的地线与家用电器地线的电压差，生成比较信号；强电信号处理

子单元13用于将所述比较信号与预先设置的固定直流电压进行比较，得到电压差检测信

号。

[0038] 所述非隔离电源11的电路结构如图2所示，包括依次连接的第一开关K5、分压电

路、整流电路、滤波电路、输出电压平滑电路和稳压电路；其中，第一开关K5采用继电器，分

压电路用于对家用电器电源的L线和N线之间的电压进行分压，包括第一电容C16和第二电

容C17，所述第一电容C16和第二电容C17的一端分别与L线和N线连接，另一端分别连接到所

述整流电路的两个输入端。

[0039] 本实施例中，由于需要检测强电，检测部分的集成元件都要直接与强电相连，所以

采用非隔离电源11。此非隔离电源11在L线和N线都使用了电容，利用电容的阻抗特性进行

分压，并且不消耗能量。这样使L线与N线完全对称。5V和GND都是基于L线和N线的中间电压

110V，即如果以N线为基准，5V和GND是在110V的正弦电压上面建立的，5V和GND都是带有强

电的。此电源传输功率小于0.1W，不会对电器的正常工作造成影响。

[0040] 图2中， 和 分别是非隔离电源的5V和GND。 是弱电部分的12V供电。R59/R57

用于限流保护电路，RV1用于防止浪涌电压损坏C16/C17，C16/C17用于分压，R54/R55用于

C16/C17释放能量，BD1用于整流，E5用于滤波，R48/N4/E2/R47用于平滑输出电压，R50/R52

用于分压，IC9/P2/R49/R51/R53用于稳定输出电压。

[0041] 当继电器吸合后，L线的电流通过R59-C16-BD1-C17-R57回到N线，此时在E5两端会

产生电压，此电压通过N4-R47输出。R50/R52分压得到的基准电压给IC9的1脚。当基准电压

高于2.5V时，IC9导通，导致P2导通，输出电流一部分通过P2-R53流入GND，实现了恒压作用。

[0042] 所述强电信号检测子单元12、强电信号处理子单元13和隔离单元2的电路结构如

图3所示，主要是采集电压信号，通过电阻分压后，再跟电压比较器的基准电压进行计较，用

比较器的输出来驱动光耦，通过光耦把信号的变化传给MCU采集处理，MCU并作出相应的动

作。

[0043] 所述强电信号检测子单元包括第二开关K1、第一二极管D1、第一分压电阻R19和第

二分压电阻R21；家用电器地线、第二开关K1、第一二极管D1的正极、第一二极管D1的负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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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压电阻R19、第二分压电阻R21和非隔离电源的地线依次连接，所述第一分压电阻R19

和第二分压电阻R21的连接点A为所述比较信号的输出点，所述比较信号为脉冲的正弦波。

第二开关K1采用继电器。

[0044] 所述强电信号处理子单元包括运算放大器IC4、第二二极管D2、第三分压电阻R25

和第四分压电阻R24；所述第三分压电阻R25和第四分压电阻R24对非隔离电源11的输出电

压进行分压，得到固定直流电压；所述固定直流电压输入到所述运算放大器IC4的正极比较

输入端，所述比较信号通过所述第二二极管D2输入到所述运算放大器IC4的负极比较输入

端；所述运算放大器IC4的的比较输出端B输出电压差检测信号，所述电压差检测信号为矩

形波。

[0045] 隔离单元2采用隔离光耦IC2，用于对所述电压差检测信号生成单元1和控制单元3

进行供电隔离。整个检测装置，通过隔离光耦IC2，电压差检测信号生成单元1为强电的检测

模块，控制单元3为弱电的处理器模块。强电的检测模块使用非隔离电源供电，包括信号检

测和驱动；弱电的处理器模块使用隔离电源供电，包括MCU和LED指示或蜂鸣器。

[0046] 本实施例中， 是接三孔插座的地线， 和 是弱电的5V和GND。“地线接触检

测”是接单片机的输入口。IC4是一种具有内部频率补偿，低功耗的运算放大器，输入电压可

达30V，输出增益可达100dB。IC2是一种光电隔离器件，输入与输出之间的隔绝电压达5kV，

具有很低的启动电流和很高的电流传输比。

[0047] 本实施例中，三孔插座的地线 是没有电压的，与N线是等电位的。由于 是基

于110VAC电压上面建立的，随着交流电做正弦变化的。当地线接触良好时，在地线高于N线

的半个周期内，由于存在电压差，电流从D1-R19-R21流入 因此会在R19和R21上面产

生分压。此脉动电压信号通过D2输入IC4的负向端。IC4的正向端由R25和R24分压得到一个

固定的直流电压。IC4把2个电压进行比较后，输出一定占空比的矩形波。此矩形波直接驱动

光耦IC2导通和关闭，使三极管N2也同步导通和关闭，把脉冲信号输入给MCU。

[0048] 当三孔插座的地线接地良好时，比较信号和电压差检测信号的波形如图4所示，当

三孔插座的地线接地良好时，由于地线与 之间存在电压差，所以IC4的负向输入信号是

脉冲的正弦波。通过比较后，输出矩形波。此矩形波通过光耦传入MCU。

[0049] 当三孔插座的地线接地不良或没有接地时，IC4的负向输入为 低于正向的电

压信号，所以输出高电压，导致光耦IC2不能导通，N2也无法导通，所以输入MCU的电压为高

电压。

[0050] 控制单元3用于根据所述电压差检测信号判断所述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性能是否

良好，当接触不良时进行报警。所述控制单元包括检测子单元31、报警子单元32和隔离电源

33，所述检测子单元31和报警子单元32连接。所述检测子单元31和报警子单元32采用隔离

电源33供电。

[0051] 检测子单元31采用MCU，用于接收并检测电压差检测信号；当检测到有电压差检测

信号输入时，判断所述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性能接触良好；当在预先设定的时间内没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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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到电压差检测信号输入时，判断所述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性能接触不良。本实施例中，参

照图3，当MCU一直检测到通过光耦传入的脉冲信号时，则判断为接地良好；当MCU检测到高

电压时，会连续检测2秒，如果2秒没都是高电压，则判断为地线接触不良。

[0052] 报警子单元32用于当所述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性能接触不良时进行报警，所述报

警包括指示灯报警和/或声音报警。本实施例中，采用LED和蜂鸣器进行报警。LED驱动电路

如图5所示，蜂鸣器驱动电路如图6所示。其中LED和蜂鸣器都接MCU的IO口，MCU可控制此IO

口输出低电压，使LED1亮起或BUZZ1响起。

[0053] 本方案实施例中，在MCU处理部分，是用隔离的电源供电。因为显示面板上面一般

会带有按键，人可以接触到，不能有强电。使用K5和K1继电器，是可以不进行检测的时候断

开继电器，以减少不必要的功率浪费。在不考虑功耗的前提下，可以去掉K5和K1这2个继电

器，不间断的进行检测，出现问题时可立即报警，同时降低了成本。

[0054] 家电系统中一般都采用220V供电，N线为中性线，不带电；L线为相线，相对于N线带

±220V的正弦交流电。地线是直接接地的，并且每隔一段距离都要重复接地，保证接地良

好。在变电站，N线也要接入大地。N线作为家电的工作回路，回到变电站后流入大地。所以N

线和地线是同电位的，但是不相通的，N线相对于地线不带电。本发明的接地检测装置可以

作为单独的一个模块使用，也可以集成在家用电器的控制板上面，其与家用电器的接线图

如图7所示。本发明使用家电的供电，来检测地线是否接触良好或没接，不需要单独接一根

导线打入墙体中。报警时，可以使用指示灯报警或蜂鸣器报警。

[0055] 本发明的接地检测装置可以作为家电的一种独立功能，单独使用一个按键来控制

该功能是否执行，用户随时都可检测该电器的地线是否接触良好。在用户安装完家电后，可

以立即检测家中地线是否接触良好也可以与该电器一直同时工作，家电的正常使用过程中

检测，每隔一段时间自动检测，发生问题时会自动报警。

[0056] 本发明考虑到由于是直接检测电网中的电，而电网中会带有大量的电磁谐波干

扰，所以使用的电路充分考虑到了抗干扰能力。在用电阻分压时，使用大阻值的电阻，以减

小电流，从而减小干扰。由于比较器的输入阻抗非常高，使用高精度比较器，可以只检测电

压信号，而流入的电流信号非常微弱，对输入的共模信号干扰也抑制到了最小，减少了由于

温漂引起的失调电压。使用光耦，是用光信号作为媒介来实现电信号的耦合与传递，输入与

输出在电气上完全隔离，具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考虑到光耦的非线性问题和相应速度问

题，使用高速比较器提高了光耦的驱动能力。

[0057] 本发明的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检测装置可以检测用户家中的地线是否接地良好，

如果地线接触不良或没有接地线，可提前预警。本发明使用简单的电路及常用的元器件，成

本低，易于生产，可靠性高。

[0058] 本发明的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检测装置对于用户家里存在的三孔插座的地线没

接，或接触不良的情况，本检测方案可以在用户使用家电时检测出地线没接，或接触不良，

并报警来提示用户。

[0059] 本发明的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检测装置可以提前检测，预防事故发生。而不是发

生事故时再进行保护。

[0060] 本发明的家用电器地线的接地检测装置利用交流电自身的特性，基于中间电压

110V建立直流电压，电路简单，成本极低，可靠性高，不会受到静电、感应电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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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尽管为示例目的，已经公开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将意识到

各种改进、增加和取代也是可能的，因此，本发明的范围应当不限于上述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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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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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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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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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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